
（歐陽婉玲－1978年 . 5C）

  7月11日是舊生會「玫瑰百合之盛宴」，這個主題正

配合盛夏的節氣；難得一見我校六十年代至九零年代的

舊生，帶著熱情、親切的笑容，向各人寒暄問候；花枝招

展，秀麗非常。今晚誰會是「純潔仁愛，華麗轉身」的得

主呢？煌府宴會廳的純白，正對照著我們的紅粉衣裳；玫

瑰的熱情、百合花的純樸、高雅……我這個舊生，真的已

經遺忘了聖母書院的校徽，是以玫瑰與百合花來象徵的心

意和寄望，原來辦學的早期，有心人已經把我們看待得何

等的尊貴！

  當晚的遊戲很特別，「顏色對對碰」、「OLC你知有

多少」、「OLC相片找錯處」，每每都能夠吸引我們去參

與，想必籌委們一定費盡思量地去設計和準備。首先，

廖修女、林修女和朱修女做帶頭人，淘氣地自選「人花怡

情」的甫士，她們的天真活潑，解放了很多同學的拘束形

象，引來大家的發笑，刺激了其他同學，群花爭豔，嬌俏

迷人。接下來是考你有沒有「老花眼」的遊戲，甚麼底色

與面字的混淆，致使觀眾的認知能力馬上急升呢！

  接著，「OLC相片找錯處」的遊戲展現了籌委們的

創意。要你從珍貴的活動圖片中尋找不同，還要是每席

比賽，使我們愛說話的嘴巴都要歇息下來，而好勝的細

胞卻要甦醒，準備出擊，細心觀察、

欣賞、回味。我真的感恩大家都可

以同行，點滴地回顧校友一年的活

動，把容易忘記的步伐，再次拖

慢一刻！多謝師姐師妹及各位

老師的參與！最後，聽到退休

老師們的生活和掛念、林修女

的祈禱與祝福，使我們的腳步

分散之前，再次得力，繼續往

前好好生活！

「玫瑰百合之盛宴」2015後記

 原 來 女 生 多 尊 貴

 
歐陽婉玲（左）與Mrs Lee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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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1日是一個別具意義的日子，

因為舊生會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煌府舉辦

了周年晚宴—「玫瑰百合之盛宴」。

  玫瑰與百合是我們校徽的象徵，是次大會亦以這兩個象徵作

為大會主題，並以紅色、白色作為晚宴的顏色主調，各舊生們穿

著白色及紅色的衣飾來配合這個主題。大會設有「純潔仁愛」及

「華麗轉身」兩個獎項，並由老師及修女選出衣著最能配合當晚

主題的兩位得獎者，得獎者均是實至名歸的。

 

  晚宴中，舊生們與修女及老師們細說及分享在母校的點滴，

歡天喜地的在漂亮的玫瑰花及百合花柱飾旁合照，大家都很踴躍

及投入參與遊戲比賽，樂在其中。

  我們都彼此珍惜相聚之時刻，藉此聚會重溫在母校生活的美

好時光，同時重新提醒自己將母校「純潔仁愛」校訓之精神努力

傳揚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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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00「鮑聖心、心傳心」

   
  2015年7月11日，舊生會舉行了第一次周年會

員大會。會上通過於2014年11月29日舉行非常會

員大會之會議紀錄、幹事會2014-2015年度會務及

財務報告。有關文件可登入舊生會網站參閱（於

「最新消息／2015年周年會員大會內」）。

母佑會中華區
胡妙然修女任區會長
  8月23日，胡妙然修女於母佑會新舊省會長交職祈禱

會中，正式接替廖敏慧修女，出任母佑會中華會區區會

長，任期為六年。胡妙然修女除了擔任區會長外，仍擔任

聖母幼稚園校長一職。

老師榮休及新上任副校長
  周笑雁副校長（Ms A. Chow）、陳潔玲老師（Ms K. 

L. Chan）委身教育，分別服務本校35年及30年，於上學

年完結後榮休。副校長由原任協作副校長的胡美芳老師

（Ms. J. Wu）接任，至於盧秀娟老師（Ms R. Lo）則出任

協作副校長一職。兩位榮休老師的關愛及教育之恩，深信

歷屆眾多校友都深深感受到，祈求天主繼續保守、照顧她

們，在此向兩位榮休老師表示衷心的祝賀，順祝退休生活

美滿幸福！

  8月2 2日，是鮑思高慈幼大家庭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

DB200慶典的結束（全會省港、澳、台）之壓軸高峰活動，於九龍鄧鏡波學校舉行，

當中有青少年活動及朝聖神恩分享會。慈幼家庭朝聖團和參加慈幼青年運動普世聚會

的青年分享了他們前往都靈的經驗、反思、使命和承傳，對青

年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分享會後以感恩祭作結，感恩祭於進教之佑堂舉行，超過

700位教友包括來自其他修會團體蒞臨，分享慈幼會的喜悅。

  晚上有大家庭慶典晚宴，於酒樓共度歡樂時光。當晚也是

多位慈幼會士和協進慈幼會士發願和晉鐸銀、金、白金慶祝會，其中兩

位大家熟悉的母佑會廖鳳娟修女及易婉燕修女，更慶祝發願五十周年。

各位會士、修女一直堅持效法鮑思高會祖，與青年同行，全心為青年，

終身作出無私貢獻。席間亦有頒獎儀式，慶賀聖母書院現屆中六學生趙

鳳雯榮獲「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紀念獎學金」，為母校爭光不少！ 

  最後，慶幸在一系列DB200的活動裏，舊

生會幹事謝慧芬、何潔珍、翟鳳媚、李淑玲連

同多位舊生參與其中，也樂在其中，並提醒我

們要效法會祖聖若望鮑

思高的精神。

2015年周年會員大會
學校近況

成立聖母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年1月30日，舊生會幹事回校，
一同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DB200慶典。

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DB200慶典

  舊生會現正商討重組架構，以草擬成立有限公司，並有意登記為慈善團體組織。重整架構旨在使我們更集

中、更有系統及更有效地運用舊生會現有的資源以回饋母校，為現時就讀母校的師妹於不同層面上提供協助，以

及維繫舊同學間的友誼，從而更能發揚母校的精神。我們相信當舊生會成立為有限公司，並成功成為慈善團體組

織後，內部運作透明度將會大增，有利於籌募經費（捐款達至某一金額後，可獲正式收據用作扣稅）之餘，更能

有效運用所得捐款於舊生會及校友行動等正在籌備中的項目計劃。

  我們預計重整架構後成立公司，以及成功申請為慈善團體需時約9至12個月，預計明年8月將可完成整個項

目。我們亦須於完成草擬相關文件後召開會員大會，尋求會員通過此項計劃。如對此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電郵

至舊生會ppa@olc.edu.hk與Emily Lau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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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至2015年8月底，銀行及現金結存為港幣61

萬。「校友行動」小組已通過未來兩年的預算

案，妥善分配資源，推出各項精采活動，讓師妹

透過參與活動，生活變得更豐盛。

新委員  新力量
 學術提升小組

   －由現職教育界之校友李美寶負責

 對外事務小組

 －新成員包括徐文珊、姚靜惠、何小雲及

   蔡珮雯

紀念牆設計初稿將落實
  招募校友跟進工程

  「校友行動」建議設立紀念牆的計劃，喜獲

學校支持，撥出校舍近客人入口處，一幅約10呎

乘10呎的牆壁，裝飾成紀念牆。

  經過年初的招募，我們得到設計界校友的響

應，包括建築師蔡潔雯及室內設計師何秀娟。兩

位校友的工作經驗豐富：蔡潔雯是香港註冊建築

師，現時在本港地產機構任職建築項目經理，曾

參與香港貝沙灣住宅項目、青島香格里拉酒店設

計等；何秀娟是資深室內設計師，早年任職私

營設計師樓，其後轉投大專院校任職室內設計講

師，作育英才。二人聯同負責協調的獨立設計師

劉惠儀校友，已擬定紀念牆設計初稿。

  設計組將於今年12月初，提交最終設計方案

予「校友行動」委員會通過。下一階段將展開工

程，落實設計，現正招募校友跟進工程，並提供

意見。有興趣參加的校友，煩請把姓名、專長及

聯絡方法，電郵至Alumnae-in-Action@olc.edu.hk，，

委員會將於稍後致電商討。感謝支持！

  「校友行動」委員會委員與

5 4位中學部老師，於8月2 7日在學

校舉行茶聚，顧問林麗玲修女和李

金嘉倩老師也到場支持。主席蔡美

碧總括過去兩年委員會的工作，感謝多位協助推

行「學術提升計劃」及「學長計劃」的老師，並

誠意希望和老師們攜手並肩，一起討論和設計對

師妹、學校和教職員均有用的項目。會上各人互

相交流，言笑甚歡。好些沒有直接參與「校友行

動」的老師對舊生的投入和熱情非常欣賞，並主

動提出各項建議，作為進一步研究之用。委員會

期待日後有更多與老師們交流的機會。

茶 聚

https://www.facebook.com/olc2013diamondjubileePLEASE LIKE US!

  學術提升計劃 (2015-2016)
  本年度的「校友行動」，一如往年繼續資助不同的學術活

動，藉以推動師妹學習英語的興趣，並在課堂以外提供更多的

實習機會，加強她們的聽、講、讀、寫四種技巧，有助鞏固英

語根基，提升英文和各科的成績。今年資助的項目如下：

〈—〉課後學習支援班

  為中三及中四級能力較弱的師妹，設立課後學習支援班，

聘請四位現正修讀大學課程的本校舊生作小組導師，一方面協

助她們解決在不同學科所遇到的困難，包括：經工科、地理

科、歷史科、通識科、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及數學科；另

一方面，此項計劃亦有助增進師姐、師妹之情誼，發揮互助互

愛的精神。

〈二〉朗誦訓練

  由於去年朗誦訓練的成效理想，所以今年將繼續舉辦此活

動。「校友行動」資助聘請了一位舊生作導師，指導師妹的朗誦

技巧，共分六節，每節一小時三十分鐘，讓更多同學能夠受惠。

〈三〉英語聽講能力拔尖班

  設立拔尖班的目的，是提升中三級尖子同學的英語聽、講

能力。拔尖班於10月初開課，分兩組進行，共36位學生參加，

希望藉此幫助她們進一步提升英文成績，並在日後的中學文憑

公開試中獲取佳績。

  學長計劃 

•   為幫助中五及中六級同學建立個人專業形象、增強其自信

心以應付各大學入學及工作面試，本校於2015年5月9日及

16日舉辦了兩天的「形象及面試」工作坊，由專業的舊生

Vennis Ma、Pauline Ma和Susanna Leung擔任導師，同學們

均能獲取實用的知識應付所需。

•   2015年6月27日，在理工學院創新大樓舉行首屆百人結業

禮，讓「校友行動」委員會委員、學長與學生們總結兩年

的努力及分享成果。當晚很榮幸邀請到校監曹修女、校長

林修女、Mrs Li、李副校、胡副校及老師們出席聚會，Enid 

Kwong（理工大學護理科副教授）與Susanna Leung代表學

長們分享她們的經歷及心得，師妹們也準備了禮物及表演致

送給學長，以表謝意。

•   第二屆（2015-2017年度）的學長計劃在9月份重新啟動，

今年有36位學長及44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參加，並安排於

2015年10月3日在學校禮堂舉行學長計劃迎新活動，讓學長

與師妹互相認識，並按學妹的需要，計劃來年各項活動及收

集行業信息，為師妹的學習及未來升學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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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今年我們在聖誕節齊齊回

家普天同慶，緬懷昔日在學校感受聖誕氣氛的點滴，特定在母

校禮堂舉行自助餐，大家快來參與吧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日 期：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地 點：母校禮堂 

時 間：下午5時至晚上8時30分（5時恭侯，6時30分入席） 

費 用：每人$220（3歲以下小童免費，12歲半價）

內 容：歡樂遊戲、輕鬆跳舞、齊齊唱聖誕歌、抽聖誕禮物

    （可捐贈）

名 額：180 人 

西葡暑期文化交流團     學生增益眼界開

我校師生獲阿爾圖拉的市長接見，
並於市長廳內合影

我校同學與西班牙自然學校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今年仲夏，「校友行動」資助了學妹參與校

方舉辦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暑期文化交流團」。林麗玲校長及兩

位老師親身帶領二十四名中三、中四及中六的學妹衝出亞洲，遠

赴西班牙及葡萄牙，進行為期十四天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是次

交流活動旨在讓學生開拓視野、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加深學

生對藝術、宗教、文化的認識，亦希望透過交流活動讓學生於

社交能力、自理能力及待人接物的態度上都有所裨益。

　　交流團行程安排多元化，包括：學習體驗活動、文娛及社交活動、觀光活動及朝

聖活動等。學妹先後走訪了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地各大小城市，親身認識及了解兩地城

市的發展。她們亦遊覽了西班牙大城市巴塞隆納及首都馬德里，參觀了畢加索博物館、

巴塞隆納大教堂、馬德里皇宮、太陽廣場、凡塔斯鬥牛場等。此外，她們更有機會欣賞

到天才建築家高迪所設計的聖家堂、桂爾公園、巴特略之家等。及後，學生亦遊覽了葡

萄牙首都里斯本，暢遊貝倫塔、航海家紀念碑及黑馬廣場等。行程中亦安排了學生參觀

世界文化遺產之杜麗多中世紀古城，到訪聖多美大教堂並欣賞轟動一時的名畫：《歐爾加

茲伯爵的葬禮》。透過參觀著名景點，學生增進了對藝術、宗教和文化的了解及認知。

　　為了創造深度探索的海外交流經驗，我校特別安排學生與西班牙自然學校的學生進

行交流，一起參與西班牙小食派對、暢遊當地景點、學習西班牙語等。學妹亦到訪了西

班牙慈幼學校，與當地兒童製作手工。透過與當地學生共同學習及分享生活體驗，學生

了解到異國文化，豐富人生，與外地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此外，為了培育學生的靈性發展，行程中安排了學生與當地青年共同參與彌撒，

到訪聖母瑪利亞曾顯靈之歷史名城塞戈爾韋及花地瑪，並參與了聖母出巡及主日

彌撒。

　　交流團雖已圓滿結束，然而學妹仍對旅程點滴難以忘懷，她們不時與西班

牙青年通訊聯繫及分享生活體驗。行程後，她們亦就著旅程中的不同

學習經歷作出反思，更於早會上與全校師生分享成果。

　　如各位欲對是次交流團有更深入的了解，歡迎到以下網頁瀏覽活

動相片及片段：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olc.

spainculturalexchange2015

2015回家，普天同慶自助餐 
報名細則： 

請於11月22日前將參加者姓名、畢業年份、
聯絡電話及出席人數，電郵至舊生會ppa@olc.edu.hk 
款項可直接存入舊生會之銀行帳戶，
並請將存款收據電郵至ppa@olc.edu.hk   
（舊生會於10天內會用電郵ppa@olc.edu.hk 回覆，以作確認）  

銀行名稱：工銀亞洲  ICBC  

帳戶名稱：Mary Help of Christians Past Pupils Association  

      Our Lady's College 

帳戶號碼：704-520-00505-6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ppa@olc.edu.hk，

或可聯絡校友 Flora Tse（電話：9811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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